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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畅

2月25日，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龙透
关公园内，不少市民在这里散步、锻炼。公
园里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刘伯承元帅的
题词：“纪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泸顺起
义中牺牲的烈士。”

“泸顺起义中最激烈的泸州保卫战就发
生在龙透关。”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负
责人介绍，泸州起义爆发时，刘伯承亲临龙
透关阵地，屡次打退敌军猛攻。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1921—
1949）》中这样评价泸顺起义：泸顺起义是
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的尝
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
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
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
个范例。

后世评价泸顺起义为“南昌起义的一次
预演”，奏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先
声”。

为缅怀先烈，守护和传承革命精神，泸
州人民集资修复了破损的龙透关城楼，并修
建泸州起义纪念碑，建立了泸顺起义陈列
馆。

一次预演
中国共产党尝试单独掌握武装

1926年的中国，几乎所有重要政治力
量的活动，都围绕着北伐战争展开。

泸顺起义爆发前，四川主要有两大政治
力量：一个是中共重庆地委及与之紧密合作
的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一个是在“防
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

中共重庆地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
领导机关，主要领导人有中共重庆地委书记
杨闇公，以及吴玉章、朱德、刘伯承等中共党
员。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由共产党员
和国民党左派组成，是国共合作在四川的重
要体现，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共重庆地委。

1926年11月，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
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人在重庆六店子刘伯承
家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由杨闇公、朱德、刘伯
承三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决

定利用四川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
起义，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

然而，起义正式发动之前，意外发生了。
由于起义军暴露起义动向，泸顺起义提

前于12月1日、12月 3日在泸州、顺庆爆
发。刘伯承抵达顺庆后，设立起义总指挥
部，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

12月15日，四川军阀围攻顺庆，由于
敌我力量悬殊，刘伯承不得不指挥起义军退
出顺庆，后又赶到泸州统一指挥起义部队。

1927年4月下旬，四川军阀刘湘等拼
凑了“川黔联军”扑向泸州，并组织所谓的

“敢死队”抢夺陆路通道龙透关。由于泸州
被军阀部队围困日久，弹尽粮绝，起义部队
内部出现动摇，甚至与军阀赖心辉达成默
契，准备出卖刘伯承等人，刘伯承不得不在
5月16日离开泸州。历时167天的泸顺起
义最终失败。

7月下旬，朱德、刘伯承、吴玉章等泸顺
起义领导人先后抵达武汉，与周恩来等人讨
论总结泸顺起义的经验教训后，于8月1日

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
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开国上将萧克将军曾评价：“泸顺起义
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

一座丰碑
激发革命豪情鼓舞中华奋进

从龙透关公园拾级而上，两旁古树参
天。到达龙透关关顶，一块刻有“古龙透关”
的石碑立于关隘门楼前。泸州市党史研究
室相关负责人介绍，石碑曾在泸州保卫战中
被炮火击碎，后经修补重现于此。

记者看见，石碑之上的断痕仍在。在石
碑后面的龙透关墙壁上，依稀可见当年战斗
中留下的弹孔，它们是泸州保卫战的特殊见
证者。

穿过关门，是一处纪念广场。1991年，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泸州市民
集资修复龙透关城楼，并在城楼内的纪念广
场上筑起泸州起义纪念碑。碑上“泸州起义
纪念碑”七个大字，由萧克将军题写。

泸州起义纪念碑外形由两支步枪枪背
相靠构成，总高19.26米，碑座边长12.1米，
寓意泸顺起义时间为1926年12月1日。

纪念碑旁，有一处由14块石碑组成的
碑林，收录着萧克、张爱萍、李德生等老一辈
革命家在泸州起义纪念碑落成典礼上的题
字。“英烈不朽激发革命豪情，浩气长存鼓舞
中华奋进。”其中一块石碑上，镌刻着开国少
将李德生这样一句题字。

该负责人介绍，自纪念碑建成以来，每
年建党节、建军节以及泸顺起义纪念日等重
要节点，泸州市民都会前来缅怀先烈。

一粒种子
把红色革命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这是泸顺起义五位领导人的雕像，他
们是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吴玉章、陈毅。”
在泸顺起义陈列馆内，“小小志愿者”讲解员
瞿小峰向游客们介绍。

顺着瞿小峰指引的方向望去，泸顺起义
陈列馆的入口处屹立着泸顺起义五位领导
人的雕像，他们背后的浮雕墙上，雕刻着党
旗和泸顺起义中英勇战斗的战士。

泸顺起义陈列馆位于龙透关公园内，
2018年10月开馆。“泸州是一座英雄城市，
建立泸顺起义陈列馆，就是要在青少年心中
播下红色种子，把红色革命精神代代传承下
去。”泸顺起义陈列馆馆长陈凤贵说。

陈凤贵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泸顺起义陈
列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培训志愿者
讲解员200余名，其中50余名“小小志愿
者”来自泸州市各个小学，年龄最小的志愿
者仅6岁。

“了解泸顺起义的历史后我才明白，为
什么红领巾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染红的。”瞿
小峰说。

自开馆以来，泸顺起义陈列馆已接待游
客超50万人次，留下近20册留言簿记录。
其中，很多留言的人是学生，他们用稚嫩的
笔迹，写下对革命先辈最崇高的敬意。

在留言簿上，来自实验小学的赖雨馨留
下这样一段文字：“敬爱的战士们，因为有你
们的奉献，才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
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泸顺起义 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

□本报记者 王亚同

建于抗战期间，兴于新中国“一五”时
期，作为国内水电梯级开发的样板和我国最
早由政府投资修建的水力发电厂，狮子滩水
电站持续运营至今已80年。

3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在长寿区采
访时获悉，承载着建设者们爱国奋斗、独立
自强精神，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水
电工业成就的狮子滩水电站，将打造成市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有力支援了抗战大后方生产

在长寿狮子滩水电文化展厅最显眼的
位置，摆放着一台老式水轮发电机，铭牌显
示其容量只有292KW，与现在动辄数十万
千瓦的水轮机相比，它显得微不足道。“这可
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国家电投重庆狮子滩
发电有限公司负责人岳宗科骄傲地说。

这台发电机由著名水利水电工程专家
张光斗设计，1939年从英美进口部件组装
而成。为了它，中国水力发电事业主要创始
人之一黄育贤亲赴香港订货，水电专家、革
命家吴震寰赶赴越南将其运回——它是中
国大陆由政府投资修建的第一台水轮发电
机。

抗战烽火连天，大后方的重庆电力奇
缺。为此，国民政府在前期组织勘探的基础
上，于1941年1月，在长寿定慧寺成立国民
政府资源委员会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工程处
长寿分厂，黄育贤兼任厂长。不久后，电厂
开始发电，有力支援了抗战大后方生产。

在中国水电领域有几位元老级人物，如
施嘉炀、黄育贤、覃修典、张昌龄，除施嘉炀
以外，其余三位均先后来到狮子滩。1937
年，为参加抗战毅然放弃美国学业的张光斗
也来到这里。这一时期，龙溪河畔还聚集了
吴震寰、李鹗鼎、裘燮均、萧季和、蒋贵元、朱
宝复等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最主要的水
电建设人才。

为综合利用水力资源树立榜样

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相继炸毁电厂的
两座水电站。面对一片废墟，电厂职工自动
组织起来，很快就恢复发电。

在狮子滩发电有限公司工作多年的老
员工唐平华介绍，从1954年起，作为“一五”
计划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国家用5年时间
对龙溪河流域进行梯级开发，先后建成狮子
滩水库大坝和狮子滩、上硐、回龙寨、下硐四
级电站，成为当时西南最大的水电厂，也是
我国自行开发、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第一

座梯级水电厂。
狮子滩水电站在中国水电史上开创了

流域梯级开发的先河，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
来、朱德等先后视察龙溪河并予以高度评
价。1958年3月，周恩来总理视察后挥毫
题词：“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力资源树立榜样，
为全面发展四川经济开辟道路。”

以龙溪河水电梯级开发形成的观念为
肇始，逐渐形成了我国治理长江的指导思
想，后来成为三峡工程建设的一个重大原
则。同时，电站建设工程汇聚培养了当时国
内顶尖的水电建设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工
人4万多名，工程结束后他们更是开枝散叶
走向全国。

承载奋斗不息的爱国主义情怀

行走在1公里长的狮子滩水库大坝上，
站在周恩来总理与大坝建设者合影的位置，
一侧是湖光山色、水鸟啾啾的长寿湖，一侧
是尽显雄浑力量的钢筋混凝土坝体。

当年周恩来总理与工程建设人员合影
中的那些条石，已整齐地砌在护坡上。热火
朝天的建设场景已过去数十年，但承载着一
代人爱国奋斗、独立自强情怀的大坝和电站
仍在延续使命。岳宗科介绍，狮子滩水电工
程建设造就了长寿湖，也拉开了中国水电梯
级开发的序幕，从龙溪河延续到岷江、三门
峡、以礼河，再到长江三峡。

狮子滩水电站各项成就的取得，背后是
无数人肩挑背扛的接力，彰显了党带领人民
建设新中国的奋斗历程，凝聚着一代建设者
爱国奋斗、独立自强的精神，以此为背景创

作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如诗人高缨创作
的诗集《狮子滩人》，至今仍能从中感受到那
火热的奋斗场景；作曲家汤重稀创作的《龙
溪河上歌声飞扬》曾入选中小学音乐课本，
成为永恒经典。

这里还有“最早的红色水电专家”“招待
所里的传奇特工”等红色故事；留下了张光
斗弃学归国支持抗战、水电将军崔军牢记毛

主席“发展电业”嘱托毕生奋斗、志愿军战士
汤重稀独臂作歌等感人事迹。此外，罗广斌
创作《红岩》时也工作于此。狮子滩，已成为
一本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

由“靠”发电向“看”发电转型

狮子滩大坝是中国大陆第一座大型钢
筋混凝土重力墙面板堆石坝，四级电站组成
的梯级水电枢纽，使龙溪河成为中国第一条
全流域梯级开发的河流。

春天到了，龙溪河两岸的香樟树又冒出
新芽。位于丛林一处陡崖的狮子滩水电站，
水势冲击驱动着四台水电机组不停运转。
虽然现在该电站的发电量已满足不了时代
需求，但其建设、运营中呈现的精神内涵仍
将生生不息。

近年来，狮子滩发电有限公司通过建
设狮子滩水电文化展厅、打造水电实体博
物馆、开发大坝红色文旅资源等方式，将狮
子滩水电文化遗产串联成一条爱国主义教
育精品路线。2020年底，“狮子滩梯级水电
站枢纽”被列入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目前，电站与全市120余家机关企事业单
位、学校等签订协议，累计接待游客超百万
人次。

“打破认识局限，以建设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为突破，实现由‘靠’发电向‘看’发电转
变。”岳宗科介绍，公司将持续做好水电文化
内涵的挖掘和弘扬，通过图文、实物、书法雕
刻、文化墙、音视频等形式进行全方位诠释，

“把电站打造成为集水电文化、工业文化、红
色文化和科普文化等为一身，可长期运转的
文旅综合体，让爱国奋斗精神永放光芒、代
代传承。”

持续运营80年，承载着爱国奋斗、独立自强精神

狮子滩水电站将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报讯 （记者 周尤）3月21日，五届市委第八轮巡
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
主任、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穆红玉作动员讲话并提
出工作要求，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彭金辉宣布巡视组组长授权和任务分工决定。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央巡视
和巡视指导督导反馈意见整改的关键之年、五届市委巡视
全覆盖的“收官之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
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做好今年巡视工作的重大意义，切
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
与时俱进深化政治巡视，为我市“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提供坚强保障。

会议要求，要切实做好本轮巡视各项工作，以优异成
绩迎接建党100周年。精准把握政治巡视要求，坚守政治
巡视定位，突出巡视监督重点，把握原则方法，深化上下联
动和贯通融合，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全链条提升巡
视监督质效。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理论武装、工作责任、协
作配合和纪律作风，不断提升巡视工作规范化水平。

据悉，本轮巡视市委组建10个巡视组，对6个市级部
门、14所市属高校、6家市属国企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对
2个市管党组织开展巡视“回头看”，同步开展巡视带巡察、
交叉巡察以及选人用人情况、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
况专项检查。

五届市委第八轮巡视启动
穆红玉彭金辉参加动员部署会

本报讯 （记者 戴娟）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
实市委相关要求，近日，市政协决定聚焦科技创新主题，
2021年在全市政协系统持续开展重点履职活动，积极组织
引导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
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我市更大力度推进
科技创新不断聚众智汇合力添助力。

调查研究是开展履职活动的关键。按照活动安排，
市政协将紧扣我市“十四五”时期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
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进西部（重
庆）科学城建设，加快培育创新力量等工作安排，结合“提
升企业创新能力，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共建共享优质教育
资源库，促进川渝地区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等市政协年
度重点调研计划，于今年3至4月集中开展重点调研活动，
形成一批高质量调研成果，为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决
策参考。

同时，市政协还将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和
智力密集、人才荟萃优势，组织政协委员协商议政。围绕科
技创新主题，重点抓好“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市政协常委会
会议协商，组织市政协常委和委员代表与市级相关部门以
及重点高校院所、高新园区等深入进行大会协商和分组专
题协商，开展“发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联盟作用”等
对口协商、界别协商和提案办理协商，引导各区县政协通过

“渝事好商量”协商平台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协商议政，形
成一批高水平协商成果和提案、社情民意信息。

此外，市政协还将开展“我为科技创新献一策”活动，通
过报刊网微端，组织发动全市一万余名各级政协委员，为推
动我市科技创新工作、助力科技强国建设积极献计献策。
组织委员开展科普宣传教育和送科技下乡活动，提升全民
科学素质，助力形成全社会崇尚科学、支持创新的普遍共识
和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强大合力。

聚焦科技创新主题

市政协开展2021年重点履职活动

1944年3月22日

郭沫若著作《甲申三百年祭》
在《新华日报》连载完毕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1944年3月22日 为配合全党整风学习，经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董必
武审阅，郭沫若著作《甲申三百年祭》于3月19日至22日在《新华日报》全文连
载，随即在全国引起轰动。同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
习和时局》报告时指出“全党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印了
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我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此后，中共中央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11月21
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盛赞其所著《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警示价值，认为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
值得注意。”

泸顺起义陈列馆中的雕像。 记者 魏中元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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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重庆市委第八轮巡视任务分工
组别

第一
巡视组

第二
巡视组

第三
巡视组

第四
巡视组

第五
巡视组

第六
巡视组

第七
巡视组

第八
巡视组

第九
巡视组

第十
巡视组

组长

文 玲

周瑜泉

蔡建国

陈志军

朱 红

况才曦

涂放姑

伍立新

程 曙

张晓春

巡视对象

市委政法委（含市法学会）、市委国安办
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

重庆交通大学党委、重庆工商大学党委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党委

重庆旅游集团党委、重庆工程职院党委

重庆文理学院党委、重庆城市职院党委
重庆财经职院党委

重庆发展投资公司党委、重庆两江投资集团党委
重庆悦来投资集团党委

市扶贫办党组、四川外国语大学党委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党委（重庆工商职院）

重庆电工职院党委、重庆城管职院党委
重庆青年职院党委

重庆两江产业集团党委、市江北嘴投资集团党委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党委

市公安局党委（含市公安刑侦总队、市公安交巡警总队、
重庆警察学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

西南政法大学党委、重庆工业职院党委
重庆化工职院党委

（上接1版）

“8090后”宣讲队已宣讲党史50场

“百年风雨，红船驶入小康道；万代江山，誓言领航锦绣
篇……”近日，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凤林戎居小区院坝里坐
满了居民。街道“8090后”宣讲队队长李一一开口，就吸引
了大家的注意。这已是这支年轻宣讲队今年来第50场党
史宣讲。

这一场宣讲，李一给居民们讲的是《从入党誓词变迁
看共产党人不变的信念》。“这个讲法很有意思，把建党初
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发展
的过程都讲得明明白白。我也明白了党在各个阶段任务
不同，入党誓词不同，但初心是一样的！”来听宣讲的退休
教师李彬说。

覃家岗街道“8090后”宣讲队是一支由年轻党员和干
部组成的宣讲队伍，成立于2014年。目前，这支队伍已累
计宣讲党和政府的政策约2000场，受众十多万人次。目前
宣讲队成员已超过100人，其中还有近10名“00后”。

今年，这支宣讲队通过开展党史学习，结合自身经历和
身边故事，撰写了大量快板、故事、三句半等宣讲内容，并根
据不同的宣讲受众需求配置“菜单”，用接地气的语言讲述
党史上的重要事件、人物。目前，这支队伍进商圈、进社区、
进学校、进单位开展党史宣讲，场场爆满。

“现在有‘00后’加入，我们还在研究怎么拍摄短视频，
通过年轻人常用的线上平台让更多的人学习党史。”李一
说。


